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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創麗女士
總社會工作主任（合約管理）

社會福利署
2020年5月20日

招標承投提供安老服務
簡介會

深水埗元州邨元健樓的合約院舍
（元州邨處所）

（SWD1/5J/872/2020(2)）
及

東涌文東路39號東涌市政大樓的合約院舍
（東涌處所）

（SWD1/5K/872/2020(2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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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項目

元州邨處所 東涌處所

處所地點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303號
元州邨元健樓地下(部分)

至2樓及3樓傳菜升降機
房

東涌文東路39號東涌市
政大樓3至5樓(及地下至
2樓樓梯、地下隔油房、
2樓泵房)

樓面面積 約2 607平方米 約3 386平方米

服務 院舍照顧服務

最高宿位數目 112 117

資助宿位 66-72 67-74

指定暫託安老宿位 0 1

非資助宿位 40 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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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 簡介《招標文件》的部分內容：

第I部 - 招標條款

第IV部 - 合約條件

第V部 - 服務規格說明

․ 元州邨處所相片介紹

․ 東涌處所相片介紹

․ 答問時間

簡介會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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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者須注意

 擬備投標書時應詳閱整份《招標文件》，

以清楚了解各項招標條款、合約條件及服

務規定

 提交投標書，即表示同意遵守《招標文件》

的條款及條件

 投標書須在截標日期後365天內維持有效

和可被接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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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招標文件》第I部

《招標條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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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規定(1)

 投標者須在截標日期正持有最少一所香港安老院、護

養院或醫院的有效牌照／註冊証明書；或其中的一名

董事、受託人、合夥人或社團的幹事

 正持有最少一所香港安老院、護養院或醫院的有效牌
照／註冊証明書；或

 同時亦是另一公司、法定法團、根據《註冊受託人法
團條例》（第306章）成立的法團、合夥/社團的董事、
受託人、合夥人/社團的幹事，而該公司、法定法團、
法團、合夥、或社團正持有最少一所香港安老院、護
養院或醫院的有效牌照／註冊証明書

 在截標日期前的 60 個月內，未曾因《安老院條例》

(第459章) 或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》(第

165章) 所訂任何罪行而被定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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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規定(2)

 投標者必須具備執行及提交投標書及與政府簽訂

合約及履行合約責任的法律行為能力 (例如投標者

是一個獨立法人或在《公司條例》下註冊）

 非法人者提交的投標書將不獲考慮，除非屬法人

的公司或機構（即該公司或機構是有能力與政府

訂立合約的法人）有授權予非法人者（例如公司

或機構內的單位或組織）代表該公司或機構提交

投標書 (必須提供相關授權文件)

未能符合任何一項的必要規定，其投標

書將不獲進一步考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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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投標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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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須提交以下所有項目：

 每個處所須分別提交獨立的投標書

 以《招標條款》附錄1、附錄2（元州邨／東涌）

及附錄3格式擬備的《技術建議書》、《服務

量建議書》及《財務資料申報表》

 須準確填妥及簽署以《招標條款》附錄6格式

擬備的《不合謀投標確認書》，以及《招標文

件》第II部格式擬備的《應約履行》（樣本見

《招標條款》附錄5）

 未能提供所須項目的投標書將不獲進一步考慮

擬備投標書(1)
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.docx
附錄2_服務量建議書表格(元州邨).docx
附錄2_服務量建議書表格(東涌).docx
附錄3_財務資料申報表表格.docx
附錄6_不合謀投標確認書表格.docx
附錄5_應約履行(樣本)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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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串通行為的保證

投標者須確保符合《競爭條例》(第619章)

須確保擬備投標書時並無就價格、遞交投

標書程序或投標書的任何條款等的事宜，

與任何其他人士達成任何協議、安排、通

訊、諒解、約定或承諾

須提交《不合謀投標確認書》

詳見《招標條款》第27條

擬備投標書(2)

附錄6_不合謀投標確認書表格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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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技術建議書》

․ 《技術建議書》一經政府接納，會成為《合

約》的一部分，須在合約期內履行及遵守

․ 須以《招標條款》附錄1 格式擬備

․共有A部、B部、C部及D部，請細閱每部及

每項要求，並依循要求提供所需資料

․所有註有“#”的項目必須填妥，否則其投

標書將不獲進一步考慮

擬備投標書(3)
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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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技術建議書》

A部 - 投標者資料

․於A部第6項，提交有關安老院、護養院或醫

院的有效牌照及／或註冊證明書副本

․於A部第7項，提供證明文件，以證明在《應

約履行》上簽署的獲授權人確實有權代表投

標者簽署（例如是公司的話，則提交投標者

董事會決議(board resolution)）

擬備投標書(4)
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A部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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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技術建議書》

B部 - 服務建議書

• 不得超過100頁A4紙的文字（字元字體大小不得
小於12）

• 附件及／或附錄（不包括所需的證明文件）不
得超過100頁A4紙的文字（字元字體大小不得小
於12）

• 未有提及／提述的附件及／或附錄，以及未能
符合指明格式的頁面將不予考慮

• 超出指定頁數限制的頁面及內容將不獲考慮

擬備投標書(5)



擬備投標書(6)

《技術建議書》

B部 - 服務建議書

B(I)部 (技術評估)

․A項：執行計劃 (A1至A6)

․B項：投標者的經驗及獲得的認證 (B1及B2)

․C項：其他特定評審準則(C1至C4)

B(II)部 (其他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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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部.docx


擬備投標書(7)

《技術建議書》： B(I)部 (技術評估)

A項：執行計劃

• A1 “個人護理計劃”的實踐

• A2 “臨床實務指引”的實踐

• A3 管理計劃

• A4 生命晚期照顧服務

• A5 樂齡科技的運用(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註解3)及第9條

• A6 過渡計劃

⁎ 各評審準則詳情，參閱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的註解說明；

須提交的資料及文件，參閱《招標條款》第9條
15
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(I)部A項.docx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(I)部A項.docx
《招標條款》註解3_評審準則A5.docx
《招標條款》第9條(a)(v).docx
《招標條款》第9條.docx
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註解說明.docx
《招標條款》第9條.docx


擬備投標書(8)

A項：執行計劃

創新建議

• 於評審準則A1、A2、A3及A6項提出創新建議
• 只有符合所有規定，即必須是創新(尚未在合約

院舍於相同景況下採用過的新概念或措施)及視
為有效和切實可行可改善服務及提升服務質素
的創新建議，方可獲得分數

• 須提供足夠資料說明可帶來的好處
• 不論有否獲得分數，所有提出的創新建議均會

納入《合約》，並必須於合約期內全部落實推
行／提供

• 詳見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註解說明的註解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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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(I)部A項.docx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(I)部A項.docx
《招標條款》註解5_評審準則.docx


擬備投標書(9)

《技術建議書》： B(I)部 (技術評估)

B項：投標者的經驗及獲得的認證

B1-營辦持牌安老院、護養院或醫院的連續經驗年期

B2 - 獲得的相關及有效的認證

• “相關及有效認證”詳情，參閱《招標條款》第

8.6條註解說明的註解6

• 只計算在原定的截標日期已獲得的有效認證 或

已開展以投標者名義進行的認證程序

• 具有有效證明文件的認證才會計算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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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(I)部B項.docx
《招標條款》註解6_評審準則.docx


擬備投標書(10)

《技術建議書》： B(I)部 (技術評估)

C項：其他特定評審準則

C1 安老院牌照事務處／衞生署就相關條例發出

警告信的數目

C2 承諾的護理員最低時薪#

C3 承諾的護理員一個更次最長工作時數#

C4 非資助安老宿位收費

 只須按房間容量及缺損程度填寫每月費用

 房間容量、房間數目及總數須按《技術建議書》

B(I)部C4(b)項所訂明，不可作出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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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B(I)部C項.docx


擬備投標書(11)

《技術建議書》： B(I)部 (技術評估)

⁎ A項、B項及C項的評審準則，參閱《招標

條款》第8.6條的註解說明；須提交的資料

及文件，參閱《招標條款》第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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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註解說明.docx
《招標條款》第9條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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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技術建議書》

C部 - 聲明

․投標者須於C部聲明及確認曾否因所

列明的條例而被定罪

D部 - 同意及授權書

․必須於D部填寫同意及授權書

擬備投標書(12)
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C部.docx
附錄1_技術建議書表格_D部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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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服務量建議書》

․ 服務量指投標者建議資助安老宿位承擔的數目，

須符合《合約條件》第2.3條所指定範圍內：

․ 以《招標條款》附錄2 所載格式擬備

․ 沒有提交《服務量建議書》、《服務量建議書》

A部的資料有欠齊全或建議的承擔數目超越指定

範圍，投標書將不獲進一步考慮

擬備投標書(13)

元州邨處所 東涌處所

資助安老宿位的
承擔數目

66-72

(包括 66及72在內)

67-74

(包括 67及74在內)

附錄2_服務量建議書表格(東涌)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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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財務資料申報表》

․以《招標條款》附錄3 所載格式擬備

․證明具備財力履行《合約》：

截標日期前三個財政年度的整份已審計帳

目（必須提交正本或經核數師核證的副本）

整段合約期內（五年零四個月）每年的預

計收支報表，一份是關於服務的，另一份

是關於投標者的整體情況 ( 包括服務的預

計收支)

擬備投標書(14)

附錄3_財務資料申報表表格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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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投標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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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雙信封制度：

 下述文件放入並密封在一個信封：

- 3份《應約履行》的印文本

- 3份《不合謀投標確認書》的印文本

- 10份《技術建議書》(連同其附件)的印文
本及一份電子複本（以Microsoft Word格
式儲存於光碟內）

- 3份《財務資料申報表》的印文本

 以下文件放入並密封在另一個信封

- 3份《服務量建議書》的印文本

提交投標書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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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利用連同《招標文件》一併發出已寫上地

址的信封（GE29）提交投標書

 信封面註明招標編號、投標項目、截標日期

及「中央投標委員會主席收」

 截標日期（2020年6月19日）中午12時前投

入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地下公

眾入口大堂的「政府總部投標箱」內

提交投標書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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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標書必須在截標日期及時間前投入上述指定

的投標箱（「指定投標箱」）內，或由政府人

員指定作遞交大體積投標書的其他地方（如適

用）。逾期的投標書或未有投入指定投標箱的

投標書將不獲考慮

 如在截標日期當日上午9時至正午12時期間

（香港時間）的任何時間內，前往指定投標箱

所在地點的公眾通道受阻，政府會宣布推遲截

標時間，直至另行通知。當通道重開後，政府

會盡快公布已推遲的截標時間。上述公布事項

會於政府新聞處網頁以新聞稿方式宣布

(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today.htm)

提交投標書(3)



提交投標書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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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在截標日期當日上午9時至正午12時期間

（香港時間），8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

號、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政府公布的「超強颱

風後的極端情況」生效，截標時間會延至8號

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除下，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

或政府公布的「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」取消

後的首個營業日的正午12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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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投標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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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投標書(1)

評審委員會評核

（包括社會福利署代表、勞工及福利局代表及

相關政府部門代表）

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

批出合約

投標者遞交投標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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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投標書(2)

 評審投標書的詳情述於《招標條款》第8條

 五個階段

(一）對符合基本要求的完整性檢查

(二）對符合必要規定的評估

(三）技術評估

(四) 服務量評估

(五) 總分的計算

 評分 : 技術評估及服務量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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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投標書(3)

技術評估：80%

• 根據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的評分制度

 A項：執行計劃 - 技術評分75 (包括創新建議15分)

 B項：投標者經驗及獲得的認證 - 技術評分10

 C項：其他特定評審準則 - 技術評分15

• A項、B項及C項總技術評分為100分；如投標書未

能在A項獲取共15分(不包括創新建議的分數)，將

於技術評估中評定為不及格及不獲進一步考慮

• 通過技術評估而取得最高總技術評分的投標者，

將獲得最高加權技術評分80分

《招標條款》第8.6條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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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投標書(4)

服務量評估：20%

• 根據《招標條款》第8.10條的評分標準

• 在《服務量建議書》中建議承擔的資助安

老宿位數目，須在《合約條件》第2.3條

所指明的範圍內

• 建議最高資助安老宿位承擔數目的投標者，

其加權服務量評分將獲得最高得分20分

《招標條款》第8.10條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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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標書總得分（最高100分） =

加權技術評估得分（最高80分）

加權服務量評估得分（最高20分）

 獲得推薦批出《合約》的中標者，通常是

投標書取得最高總得分的投標者

評審投標書(5)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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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招標文件》第IV部

《合約條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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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約期

元州邨處所及東涌處所

合約期 五年零四個月

準備階段
由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

(兩個月)

過渡階段
由2021年5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

(兩個月)

全面運作階段
由2021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

及可能根據本《合約》延長的合約期的
餘下期間

•政府有權在合約期屆滿前，給予經營者不少

於六個月的書面通知，藉以延長合約期最多

總計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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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者在處所提供的服務

須按《服務規格說明》提供：

元州邨處所 東涌處所

院舍照
顧服務

資助安老宿位數目 ^ 66-72 67-74

指定暫託安老宿位數目 0 1

非資助安老宿位數目* 40 42

安老宿位的最高名額 112 117

^經社署長期護理服務編配系統辦事處轉介入住 (約

90%則屬合資格入住護養院及約10%屬合資格入住護

理安老院的長者）

*經營者可自行甄選服務使用者，但必須屬於「安老服

務統一評估機制」評估為身體機能中度至嚴重缺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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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費(1)

元州邨處所 東涌處所

準備階段
(準備階段費用)

整筆定額款項
港幣 768,000元

整筆定額款項
港幣 796,000元

過渡階段
(過渡階段費用)

整筆定額款項
港幣1,786,000元

整筆定額款項
港幣1,851,000元

全面運作階段
(每年服務費)

港幣19,200,000元 港幣19,900,000元

• 服務費已包括資助服務所佔處所比率的差餉及
車位租金 (如適用)

• 但不包括管理費，政府會按合約條款以實報實
銷的方式發還相關資助服務所佔處所比率的管
理費予經營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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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第一個合約年度開始，政府會在每個合

約年度調整服務費，調整幅度會按每合約

年度之前12個月期間政府發表的每月平均

綜合消費物價指數(CCPI)與緊接該段期間

之前12個月的每月平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

比較所得的升幅（如有的話）調整

服務費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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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營者如有意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，以支付翻

新工程及更換／替補為提供資助安老宿位及指

定暫託安老宿位(如有的話)所需的家具和設備

的費用，社署會為經營者的申請給予一次支

持，以便獲得批准

 但經營者必須符合《獎券基金手冊》的規定，

以及政府代表可能就其申請發出的指令

獎券基金撥款(1)



 合約期內，政府不會額外撥款給經營者以維修

及保養翻新工程、保養及更換家具和設備

 經營者須自費提供非資助安老宿位服務所需的

家具和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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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券基金撥款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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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招標文件》第V部

《服務規格說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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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規定(1)

須按照《招標文件》第V部－《服務規格說明》

所指明的規定及《經營者技術建議書》的承諾

進行所需工作，以便全面而妥善地作好準備，

於2021年7月1日為元州邨處所及東涌處所提供

服務



準備階段

 與將離任的經營者協調、制定服務移交計劃
（如適用）

 招聘及／或挽留（如適用）員工

 為翻新工程進行設計及計劃

 出席家屬委員會會議及介紹新合約的服務及
／或過渡的安排（如適用）

 獲得每名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的同意，接受
其提供服務

 計劃為每名服務使用者的“個人護理計劃”
作重檢安排，並查核有關的文件及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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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規定(2)



過渡階段

 聯同將離任經營者實施服務移交計劃；

 依據相關條例，取得營辦院舍所需的相關牌照
及／或註冊證明書；

 購置處所的非資助安老宿位的家具和設備；

 重檢每名服務使用者的“個人護理計劃”等。

 詳情可參閱《服務規格說明》1.4.1及 1.4.2條

全面運作階段

 依據合約的各項要求及《經營者技術建議書》
內訂明的各項承諾在處所提供全面的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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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規定(3)

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1.4.1及1.4.2條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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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安排

 經營者有權向每位使用資助/非資助安老宿

位的服務使用者，以及使用資助/非資助安

老宿位/指定暫託安老宿位（如適用）的住

宿暫託照顧的服務使用者收取費用

 所有費用必須根據《合約》規定（包括經營

者在《技術建議書》承諾的收費水平）收取

 除非得到政府代表事先的書面批准，否則有

關收費不可更改

服務規定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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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資源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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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須符合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3.1.13條（元州邨
／東涌）訂明的最低人手要求

 須按《技術建議書》B(I)部C2項及C3項所訂
明的最低時薪及一個更次最長工作時數聘用
護理員

 必須直接聘請訂明的行政總監、護理總監及
社會工作者

 一般情況下須直接聘請全數其他員工。在有
需要時可外購服務，但所購服務涉及的員工
不得多於每個指定職級員工總數的50%

 不少於90%的護理員須已完成相關訓練課程
或其資歷獲社署接納的機關／認可計劃確認

人力資源管理(1)

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3.1.13條(元州邨).docx
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3.1.13條(東涌)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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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政總監：

掌管院舍內行政事務和服務管理工作，

該職位應作單獨計算；

須具備學位或以上學歷，並於取得學位

後擁有最少3年管理護理機構的全職工作

經驗；

或是一名註冊護士，並於獲取資格後擁

有最少5年在香港任何安老院／護養院／

醫院（私營或公立）全職督導員工的工

作經驗

人力資源管理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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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護理總監：

須由一名註冊護士擔任，並於獲取資格後擁有最

少兩年於本港安老院／護養院／醫院（私營或公

立）擔任全職督導員工的工作經驗

須在院舍內作為護士主管，並須負責督導護理人

員及管理有關服務使用者整體健康、護理事宜和

服務成效

 於合約期內行政總監或護理總監有任何轉變，

必須事先書面通知社署；並須確保新行政總

監/護理總監符合第3.1.14條(f)及(g)所述的

相關要求

人力資源管理(3)

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3.1.14(f)(g)條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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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詳閱整份《招標文件》，

了解清楚各項招標條款、合

約條件及服務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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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州邨處所相片介紹》

元州邨處所相片介紹.ppt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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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州邨處所《平面圖》

《招標文件》P.147-149

As-built Layout Plan_Un Chau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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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涌處所相片介紹》

東涌處所相片介紹.pptx


東涌處所《平面圖》

《招標文件》P.147-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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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-built Layout Plan_Tung Chung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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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答問時間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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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深水埗元州街290-296號

西岸國際大廈6樓

社會福利署

合約管理組

高級社會工作主任

電話號碼 ： 2154 3040

傳真號碼 ： 2574 7269

電郵地址 ： sscm1@swd.gov.hk

有關提交投標書事宜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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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5月27日上載
社會福利署網頁『最新消息』

網址 http://www.swd.gov.hk

簡介會資料及問題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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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

